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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參章  研究方法 

第一節  研究架構與研究模型 

一、研究概念模式 

本研究首先驗證球隊品牌共鳴由行為忠誠、情感連結、共同性、積極投入四個要素

組成(圖3-1-1)；並分別探討品牌共鳴四個要素在累積滿意度與再購行為之中介角色(圖

3-1-2)，以及在特定滿意與再購行為之中介角色(圖3-1-3)。 

 

行為忠誠 

積極投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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品牌共鳴 

圖 3-1-1  品牌共鳴驗證性因素分析模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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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 3-1-2  累積滿意與再購行為之品牌共鳴中介效果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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再購行為特定滿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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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 3-1-3  特定滿意與再購行為之品牌共鳴中介效果 

 
 
 
 
 
 
 
 
 
 

接續以整體模型之適配度，同時探討球隊累積滿意、特定滿意對再購行為之直接效

果，以及分別透過品牌共鳴產生之間接效果(如圖3-1-4所示)。 

其中累積滿意構面由球隊、球團滿意組成；特定滿意由球賽精彩、球場體驗、球賽

氣氛組成；品牌共鳴由行為忠誠、情感連結、共同性、積極投入四個要素組成；再購行

為則由單一構面組成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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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 3-1-4 研究概念模式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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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研究假設 

根據文獻探討與上述之研究架構，綜整本研究之假設如下： 

H1：「品牌共鳴」可由行為忠誠、情感連結、共同性與積極投入四個構面所組成 

H2：球迷之「累積滿意」會對「再購行為」產生影響 

H3：球迷之「特定滿意」會對「再購行為」產生影響 

H4：球迷之「品牌共鳴」會對「再購行為」產生影響 

H5：球迷之「累積滿意」會透過「品牌共鳴」對「再購行為」產生影響 

 H5a：球迷之累積滿意，會因為「行為忠誠」間接影響再購行為。 

H5b：球迷之累積滿意，會因為「情感連結」間接影響再購行為。 

H5c：球迷之累積滿意，會因為「共同性」間接影響再購行為。 

H5d：球迷之累積滿意，會因為「積極投入」間接影響再購行為。 

H6：球迷之「特定滿意」會透過「品牌共鳴」對「再購行為」產生影響 

 H6a：球迷之特定滿意，會因為「行為忠誠」間接影響再購行為。 

H6b：球迷之特定滿意，會因為「情感連結」間接影響再購行為。 

H6c：球迷之特定滿意，會因為「共同性」間接影響再購行為。 

H6d：球迷之特定滿意，會因為「積極投入」間接影響再購行為。 

 

 

圖 3-1-5 研究模型假設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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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節  研究對象 

本研究以2006中華職棒大聯盟九月與十月季賽，至球賽現場觀賞比賽之球迷為研究

對象，暸解球迷與支持球隊之關係以及其消費行為。 

選擇之抽樣方式，採每隊球迷人數均等之考量，亦避免研究僅集中於特定地區之球

迷，此方式雖與中華職棒各隊球迷結構比例有所出入，然球隊品牌共鳴之研究係以整體

性的探討球迷與球隊的互動，每一支球隊均需各自維繫和球迷的關係，因此本研究採納

各隊與各地區球迷之意見，將更有助於中華職棒各球團對球迷關係的認識。 

本研究依據2006中華職棒大聯盟季賽各球場之賽程(如表3-2-1所示)，選取比賽場次最

多之台北縣新莊棒球場( 64場，簡稱新莊棒球場)、高雄縣澄清湖棒球場( 56場，簡稱澄清

湖棒球場)、台南市立棒球場( 46場，簡稱台南棒球場)與台北市立天母棒球場( 32場，簡稱

天母棒球場)四個球場，並依地區挑選位於台中市之國立台灣體育學院棒球場(簡稱台中棒

球場)，以及宜蘭縣羅東運動公園棒球場(簡稱羅東棒球場)，共六個場地之球賽，並以每

一支球隊均有一主場與一客場之分配為原則，依據2006中華職棒大聯盟賽程表，選取之

場次如表3-2-1所示，球賽間於球場內野，針對各主場與客場之參與球迷，進行抽樣調查。 

表 3-2-1 2006 中華職棒大聯盟各球場比賽場數表 

球場 比賽場數 球場 比賽場數 

台北市立天母棒球場 32 台南市立體育棒球場 46 

台北縣新莊棒球場 64 高雄縣立澄清湖棒球場 56 

新竹中正棒球場 29 屏東縣立體育棒球場 3 

國立台灣體育學院棒球場 28 羅東運動公園棒球場 10 

雲林縣棒球場 18 花蓮縣立棒球場 3 

嘉義市立體育棒球場 10 台東縣立棒球場 1 
資料來源：2006 中華職棒大聯盟賽程表，上網日期 95 年 7 月 26 日，檢自 URL: 

http://www.cpbl.com.tw/standings/scoreqry.aspx 

另欲確保本研究進行之可行性，並對問卷內容信效度之初步檢視，選取9/7於新竹棒

球場之比賽(La new熊 vs. 興農牛)進行預試，於球場內野抽選178位球迷( La New熊：89

位；興農牛：89位)進行調查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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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3-2-2 抽樣場次分配表 

日期 場地 對戰組合 

9/17 (日) 台南棒球場 象 VS 獅 

9/23 (六) 羅東棒球場 熊 VS 誠 

9/24 (日) 天母棒球場 牛 VS 象 

10/3 (二) 台中棒球場 誠 VS 牛 

10/4 (三) 澄清湖棒球場 鯨 VS 熊 

10/8 (日) 新莊棒球場 獅 VS 鯨 

預試 9/07 (四) 新竹棒球場 熊 VS 牛 

第三節  研究工具 

一、問卷設計 

本研究之問卷共分為：滿意度、球隊品牌共鳴與再購行為三個部分。滿意度又細分

為累積滿意與特定滿意兩部份。為使球迷能針對所支持之球隊進行填答，本研究設計分

屬各隊球迷之六個問卷版本，問卷由兩階段組成，第一階段內容為累積滿意、球隊品牌

共鳴，與個人基本資料；第二階段內容為特定滿意與再購行為。研究量表採李克特氏七

點量表，各量表之內容陳述如下： 

(一) 滿意度之衡量 

滿意度之衡量分為態度尺度(attitude scale)與期望尺度(expectation scale)，Willging 

(2004)指出相較於一般使用態度尺度(非常喜歡─非常不喜歡)，造成填答者普遍傾向填答

滿意，會使滿意度被高估；期望尺度，則是由消費者衡量對產品期望與感受間之差異，

若消費者使用產品後知覺比預期要好，則消費者會覺得滿意；反之，若產品的表現比消

費者的預期要差，則消費者將會感到不滿意(王又鵬、邱亞康，2002)。因此本研究為了解

球迷對球隊滿意之實際感受，並避免滿意度被高估的情形，在球迷之累積滿意度與特定

滿意度，採用期望尺度之衡量，填答項從「非常不同意」至「非常同意」，分別給予 1-7

分。 

累積滿意題項之測量變項包括球迷對球隊戰績、教練與球員之滿意度，以及球迷對

球團之經營形象、球隊識別與球迷關係之滿意，各題項如表3-3-1所示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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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3-3-1 累積滿意問卷題項 

測量變項 問卷內容 參考來源 

球隊相關 1.整體而言，A 球隊的戰績表現符合我的期望。 
2.整體而言，A 球隊的教練團表現符合我的期望。 
3.整體而言，A 球隊的球員表現符合我的期望。 

Gladden,  
Milne, Sutton 
(1998) 

戰績 
教練 
球員 

球團相關 4.整體而言，A 球隊的球團經營符合我的期望。 
5.整體而言，A 球隊的球隊識別設計符合我的期望。 經營形象 

球隊識別 
球迷關係 6.整體而言，A 球隊的球迷關係經營符合我的期望。 

Gladden & 
Milne (1999) 

註：上述題項「A 球隊」在正式問卷中，分別依比賽對戰組合，填入「La new 熊」、「誠泰 Cobras」、
「興農牛」、「統一獅」、「中信鯨」或「兄弟象」。 

特定滿意之內容則包括對比賽當天球賽精彩之滿意(3題)、對於球場硬體的體驗滿意

(3題)以及對球賽氣氛之滿意(3題)，共三個構面組成，題項如表3-3-2所示。 

表 3-3-2 特定滿意問卷題項 

測量變項 問卷內容 參考來源 

球賽精彩度 1.這場比賽，A 球隊的整體表現符合我的期望。 
2.這場比賽的結果，符合我的期望。 
3.這場比賽雙方的表現，符合我的期望。 

Matsuoka, 
Chelladurai, & 
Harada (2003) 

球場體驗 4.球場的硬體設施，符合我的期望。 
5.球場的環境舒適，符合我的期望。 
6.球場的交通動線與便利性，符合我的期望。 

 

球賽氣氛 7.這場比賽，球賽帶給我的娛樂性，符合我的期望。 
8.這場比賽，A 球團所安排的球迷活動，符合我的期望。 
9.這場比賽，球場上加油氣氛的營造，符合我的期望。 

 

註：「A 球團」在正式問卷中，分別依比賽對戰組合，填入「La new 球團」、「誠泰球團」、「興農球

團」、「統一球團」、「中信球團」或「兄弟球團」。 

(二) 球隊品牌共鳴 

本研究品牌共鳴部分為直接翻譯 Keller(2003) 提出之品牌共鳴關係測量要素(英文原

文如附錄一)，包括行為忠誠(7題)、情感連結(4題)、共同性(4題)與積極投入(6題)，填答

從「非常不同意」至「非常同意」分別給予1-7分，各題項內容經中文翻譯後，如表3-3-3

所示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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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3-3-3 品牌共鳴問卷題項 
構面 問卷內容 

行為忠誠 1.我覺得自己是 A 球隊的忠實球迷。 
2.每當我要看棒球，我就會選 A 球隊的比賽。 
3.只要是 A 球隊相關的比賽，我都會盡量去看。 
4.有 A 球隊的比賽，是我唯一會看的 CPBL 賽事。 
5.我最愛看有 A 球隊出賽的比賽。 
6.當 A 球隊沒有比賽，要我支持其他中華職棒的球隊，會讓我感到彆扭。

7.我會特意花時間(心思)為 A 球隊加油。 

情感連結 1.我真的很喜愛 A 球隊。 
2.如果沒有 A 球隊，我會感到很失落。 
3.A 球隊對我而言很特別。 
4.A 球隊對我不僅僅是棒球運動而已。 

共同性 1.我和 A 球隊的球迷同在一起。 
2.我感覺自己和 A 球隊其他球迷同屬一個群體。 
3.像我一樣的人，就會支持 A 球隊。 
4.我覺得自己和 A 球隊的其他球迷，有密切的關係。  

積極投入 1.我很喜歡和別人談論到 A 球隊。 
2.我對於對 A 球隊的相關資訊，都很感興趣。 
3.只要產品上有 A 球隊的 logo，我就會有興趣購買。 
4.讓別人知道我支持 A 球隊，我感到很驕傲。 
5.我喜歡為了 A 球隊瀏覽相關網站。 
6.與一般人相比，我非常密切地注意統一獅的最新消息。 

(三) 再購行為 

再購行為之題項為直接調查球迷對於再次到球場觀賞球賽之行為，共有三題，填答

從「非常不同意」至「非常同意」分別給予 1-7 分，各題項之內容如表 3-3-4 所示。 

表 3-3-4 再購行為問卷題項 

構面 問卷內容 參考來源 

再購行為 1.明年，我還是會到球賽現場為 A 球隊加油。 
2.考慮所有因素，我明年到球場的次數，可能和今年一樣多。 
3.明年，我實際到球場觀賽的次數，至少會和今年一樣多。 

Heilier, 
Geursen, Carr, 
& Rickard 
(2003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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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四) 個人基本資料 

本研究個人基本資料僅就「性別」以及「出生年」進行分析，並由填答者自由選擇

是否留下 E-Mail 與聯絡電話，供抽獎使用。 

二、信效度分析 

研究工具之品牌共鳴部分因為直接翻譯 Keller(2003)提出之品牌共鳴關係測量要素，

為確認翻譯後語句是否流暢，以及適於球迷之填答，由學者專家檢視問卷之內容效度，

預試時以項目相關檢視題項，並以 Cronbach’s α檢視各構面之內部一致性。正式研究時，

則以驗證性因素分析，確認品牌共鳴量表之建構效度。 

(一) 效度分析 

本研究量表，採用Keller品牌共鳴關係測量要素，由專家檢視翻譯後之內容效度，專

家名單如表3-3-5所示。並以各題項與相對應總分之相關係數檢驗題項之適合性。 

表 3-3-5  專家組合名單 

學者專家 職務 專長領域 
別蓮蒂 國立政治大學  企業管理學系  教授 消費者行為 

陳美燕 國立體育學院  休閒產業經營學系  副教授 運動行銷 

程紹同 國立台灣師範大學  體育學系  教授 運動行銷 

註：順序依姓氏筆畫排序 

(二) 信度分析 

本研究於9/7在新竹球場進行研究之預試，由預試確認量表之信度。在題項與各構面

之相關值上，各題均在0.6以上，再以 Cronbach’ α檢測各構面之內部一致性，α值均大於

0.82 (如表3-3-6~3-3-9所示)，顯示本研究問卷各構面均具有良好的信度。其中「球場體驗」

題號6.5、「情感連結」題號3.4、「再購行為」題號7.1，雖顯示刪除該題可再提升構面之 α

值，然此三構面之 α值均達.88以上，已是高信度水準，因此予以保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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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3-3-6  累積滿意信度分析 

構面 題號 題目 題項與總

分相關 
項目刪除

α值 
構面 
α值 

1.1 整體而言，A 球隊的「戰績表現」符合我的期望。 .73 .70 

1.2 整體而言，A 球隊的「教練團表現」符合我的期望。 .68 .79 

球

隊

滿

意 1.3 整體而言，A 球隊的「球員表現」符合我的期望。 .68 .77 

.82 

1.4 整體而言，A 球隊的「球團經營」符合我的期望。 .76 .76 

1.5 整體而言，A 球隊的「識別設計」符合我的期望。 .74 .78 

球

團

滿

意 1.6 整體而言，A 球隊的「球迷經營」符合我的期望。 .69 .83 

.85 

 

表 3-3-7  特定滿意信度分析 

構面 題號 題目 題項與總

分相關 
項目刪除

α值 
構面 
α值 

6.1 這場比賽，A 球隊的整體表現符合我的期望。 .73 .78 

6.2 這場比賽的結果，符合我的期望。 .72 .80 

球

賽

精

彩 6.3 這場比賽雙方的表現，符合我的期望。 .73 .78 

.85 

6.4 球場的硬體設施，符合我的期望。 .85 .90 

6.5 球場的環境舒適，符合我的期望。 .91 .95 

球

場

體

驗 6.6 球場的交通動線與便利性，符合我的期望。 .80 .94 

.93 

6.7 這場比賽，球賽帶給我的娛樂性，符合我的期望。 .71 .82 

6.8 這場比賽，A 球團所安排的球迷活動，符合我的期望。 .76 .79 

球

賽

氣

氛 6.9 這場比賽，球場上加油氣氛的營造，符合我的期望。 .75 .80 

.86 

 

表 3-3-8  再購行為信度分析 

構面 題號 題目 題項與總

分相關 
項目刪除

α值 
構面 
α值 

7.1 明年，我還是會到球賽現場為 A 球隊加油。 .69 .91 

7.2 考慮所有因素，我明年到球場的次數，可能和今年一

樣多。 .81 .79 

再

購

行

為 7.3 明年，我繼續到球場觀賽的次數，至少會和今年一樣

多。 .84 .77 

.88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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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3-3-9  品牌共鳴信度分析 

構面 題
號 題目 題項與總

分相關 
項目刪除

α值 
構面 
α值 

2.1 我覺得自己是 A 球隊的忠實球迷。 .72 .88 

2.2 每當我要看棒球，我就會選 A 球隊的比賽。 .76 .87 

2.3 只要是 A 球隊相關的比賽，我都會盡量去看。 .74 .87 

2.4 有 A 球隊的比賽，是我唯一會看的 CPBL 賽事。 .63 .89 

2.5 我最愛看有 A 球隊出賽的比賽。 .78 .87 

2.6 當 A 球隊沒有比賽，要我支持其他中華職棒的球隊，
會讓我感到彆扭。 .64 .89 

行

為

忠

誠 

2.7 我會特意花時間(心思)為 A 球隊加油。 .77 .87 

.89 

3.1 我真的很喜愛 A 球隊。 .77 .84 

3.2 如果沒有 A 球隊，我會感到很失落。 .75 .84 

3.3 A 球隊對我而言很特別。 .73 .81 

情

感

連

結 
3.4 A 球隊對我不僅僅是棒球運動而已。 .64 .89 

.88 

4.1 我和 A 球隊的球迷同在一起。 .80 .90 

4.2 我感覺自己和 A 球隊其他球迷同屬一個群體。 .84 .88 

4.3 像我一樣的人，就會支持 A 球隊。 .81 .89 

共

同

性 

4.4 我覺得自己和 A 球隊的其他球迷，有密切的關係。 .80 .90 

.92 

5.1 我很喜歡和別人談論到 A 球隊。 .73 .91 

5.2 我對於對 A 球隊的相關資訊，都很感興趣。 .82 .90 

5.3 只要產品上有 A 球隊的 logo，我就會有興趣購買。 .71 .91 

5.4 讓別人知道我支持 A 球隊，我感到很驕傲。 .81 .89 

5.5 我喜歡為了 A 球隊瀏覽相關網站。 .82 .89 

積

極

投

入 

5.6 與一般人相比，我非常密切地注意 A 球隊的最新消息。 .75 .90 

.92 

 

第四節  研究實施程序 

本研究在六個球場中針對主客場兩方球迷，進行便利抽樣，分別於每場比賽之賽前(中)

與賽後分兩階段進行調查，研究之實施方式說明如後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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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研究說明 

本研究採兩階段進行，因研究中「特定滿意」與「再購行為」之測量變項，需於消

費者體驗後才得以測量，意即球迷需在觀賞比賽後，才會有對該場比賽的「特定滿意」，

而「再購行為」亦是衡量經過累積滿意與特定滿意後形成的消費傾向。然若整份問卷均

在比賽結束後才進行抽樣，不僅會影響球場散場之動線，亦有抽樣選取之困難，因此本

研究之設計分兩階段，第一階段於賽前(中)調查球迷之「累積滿意」、「球隊品牌共鳴」與

「個人基本資料」；第二階段於賽後調查同一位球迷之「特定滿意」與「再購行為」，兩

階段問卷均有相同之編號，以確認問卷之連貫。問卷調查方式說明如表 3-4-1 所示。 

表 3-4-1  問卷設計與填答說明 

階段 測量變項 題數 填答時間 問卷說明 

累積滿意 6 

球隊品牌共鳴 21 第一階段 

個人基本資料 2 

賽前或賽中

賽前分別根據兩隊球迷進行問卷設計

與編碼，於比賽前或換局時，分別於

內野一壘與三壘看台，請有意願之球

迷填答。 

特定滿意 9 
第二階段 

再購行為 3 
賽後 

編碼方式為根據第一階段回收問卷之

號碼，由問卷發放人員於第二階段問

卷編碼。 

二、問卷發放流程 

由於本研究分別至六個球場進行研究，因此每場比賽前1~2週，研究者即於批踢踢實

業坊(telnet://ptt.cc)棒球板，招募5~6位(含研究者本人)當地之問卷發放人員，並於賽前一

小時至球場，進行問卷發放之工作說明。每場比賽分配三人至一壘內野觀眾席、三人至

三壘內野觀眾席，每人負責30~34份問卷，於賽前30分鐘開始對入場球迷進行便利抽樣，

問卷放送時除需徵得球迷填答之同意，亦需確認是否是為主場或客場球隊加油。 

問卷發送之流程如圖3-4-1所示，球迷第一階段問卷填答完畢，隨即由問卷發放人員

根據第一階段之編號，填入第二階段問卷之編號處，並將第二階段問卷交給原填答之球

迷，請球迷待球賽結束後再行填寫，並告知賽後問卷回收之地點，以及提醒回收時會贈

與棒球紀念品一份(由中華職棒大聯盟與研究者提供)，提高球迷回收之意願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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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 3-4-1  問卷發放流程 

賽前工作人員 

問卷發放說明 

至內野一、三壘 

針對有支持特定球隊之球迷 

進行問卷調查 

便利抽樣

現場問卷回收 

工作人員根據第一階段之編碼 

填入第二階段問卷之編碼處 

將第二階段問卷，交給原填答球迷 

請球迷賽後填寫，繳回指定回收處 

同一位填答球迷 

完整填答之球迷 

給予棒球紀念品一份 

賽後問卷回收

第

二

階

段

問

卷

發

放

第

一

階

段

問

卷

發

放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三、預試結果 

本研究於9/7新竹球場之預試結果，第一階段發出178份問卷，第二階段回收134份問

卷，兩階段問卷回收率為75%。扣除有遺漏值之問卷，第一階段有效問卷為167份，第二

階段有效問卷為118份。(La new 熊：62份；興農牛：56份)，有效問卷回收率為66%(如表

3-4-2所示)，此預試結果確認本研究兩階段回收問卷之可行性，但需注意有效回收率，正

式研究即根據預試問卷發放之流程進行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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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3-4-2  預試研究結果 

發出份數 問卷回收 
日期 球場 

對戰 

組合 
比數

觀眾

人數 客場 主場 客場 主場
回收率 有效問卷

178 134 
9/7(四) 

新竹 
棒球場 

熊 VS 牛 11:9 2,158
(89) (89) (70) (64) 

75.4% 118 

註：平均年齡─23.8 歲 
    性別─68%男性；32%女性 

四、正式研究抽樣 

本研究以結構方程模式為主要分析工具，Hair, Black, Babin, Anderson, and Tatham 

(2006)建議每一個參數估計值需有15個樣本單位，本研究需估計之參數為48個(驗證性因

素分析部分)，因此至少需有720位可供資料分析之樣本數，而由於結構方程模式對遺漏值

之敏感，以及兩階段問卷回收率之不確定性，若欲達到每場每隊問卷回收為60份(720份/  

6場/2隊＝60人/隊)，根據預試之有效問卷回收率66%推估(118/178=0.66)，本研究計每場

比賽之主客場球迷至少需發放91份(60/0.66=90.9)問卷，但考量新竹球場之出口動線較為

單純，回收較為容易，本研究推估每場每隊各發放100份，計六場比賽發放1,200份，可達

720份有效問卷，供研究分析使用。 

第五節  資料分析及統計方法 

由於本研究有兩問卷階段，在累積滿意與品牌共鳴部份，第一階段填答者之回答均

列入分析，然而在中介效果之探討時，則僅能採用有兩階段回收之問卷，進行統整分析。

本研究以 SPSS 統計軟體進行描述性統計、t 考驗、變異數分析、皮爾森積差相關，與多

元迴歸分析。信效度部份，預試時以 Cronbach’ α確認問卷之信度，正式研究部分以 LISREL 

8.7進行驗證性因素分析、測量模型之信效度分析，以及驗證研究假設模型之適配度。本

研究之顯著水準設為.05。 

一、基本資料統計分析 

透過描述性統計，了解樣本性別、支持球隊、滿意度、品牌共鳴各變項，與再購行

為之分佈情形。 

 



球隊品牌共鳴中介分析 36 

二、t 考驗 

以 t 考驗分析僅繳回第一階段與兩階段問卷完整填答者，在累積滿意與品牌共鳴變項

之差異情形，瞭解兩階段球迷對於本研究之結果是否造成影響。 

三、變異數分析 

以單因子變異數分析(One-way Analysis of Variance, ANOVA)球賽勝負(和)，對於球迷

特定滿意、再購意願之差異情形，以暸解球賽勝負對球迷行為與態度之影響；並進行六

隊球迷在再購行為之差異。 

以多變量變異數分析(Multivariate Analysis of Variance, MANOVA)瞭解六隊球迷在累

積滿意、品牌共鳴與特定滿意是否具有差異。 

四、皮爾森積差相關分析 

暸解滿意度、品牌共鳴各變項與再購行為之相關情形，接續以相關矩陣、共變數矩

陣做為驗證性因素分析、結構方程模式之參數估計來源。 

五、多元迴歸 

以多元迴歸同時分析法，檢測品牌共鳴四個變項：行為忠誠、情感連結、共同性、

積極投入，分別在滿意度之累積滿意、特定滿意與再購行為之中介關係。 

多元迴歸中介之檢測步驟(Baron & Kenny, 1986, 轉引自Tabachnick & Fidell, 2007, 

pp.159-161)為(一)自變項(滿意度：累積滿意、特定滿意)與中介變項(品牌共鳴：行為忠誠、

情感連結、共同性、積極投入)間存有顯著關係；(二)自變項(滿意度)與依變項(再購行為)

間存有顯著關係；(三)當中介變項(品牌共鳴)納入自變項(滿意度)與依變項(再購行為)之迴

歸模式，自變項與依變項的關聯降低。 

六、驗證性因素分析 

以驗證性因素分析(confirmatory factor analysis, CFA)驗證品牌共鳴由行為忠誠、情感

連結、共同性、積極投入四個因素結構之適合性，接續並以品牌共鳴作為高階因素

(higher-order factor)，由兩階段的模型競爭探討球隊品牌共鳴概念之建構效度。 

七、結構方程模式 

結構方程模式是用來檢定有關觀察變項(observed variables)與潛在變項(latent variable)

之間假設關係的統計方法。模式概念由「測量模型」(measurement model)與「結構模型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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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structure model)兩個部分組成。測量模型反應觀察變項與潛在變項之間的關係；結構模型

則是以路徑分析之概念討論潛在變項之間的關係(引自邱皓政，2003)。本研究以 LISREL 

8.7 進行測量模型之信效度分析，並驗證理論架構與實際資料之適配性。結構方程模式之

流程圖如圖 3-5-1 所示，採用之信效度與適配指標如下： 

研究流程  研究方法   研究內容 

依理論界定模型 

 

模式估計 

 
●量表編製 

●內容效度檢核 

  
 

 

●確認觀察變項 
●決定尺度、設計量表 
●請專家做內容效度檢核 
並做量表修訂 

模 

型 

適 

配 

度 

檢 

驗 

 

 

模 

型 

修 

正 

 

●測量模型檢核 
 (組合信度、平均變異抽

取量) 
●模型整體適配指標檢 
 (卡方值、RMSEA、CFI、

 NNFI、GFI、SRMR) 

●決定抽樣方法 
●預試、正式研究 
●信效度分析 
●模型適配即進行結果討 
論，不適配則進行模型 
修正，重新進行模式估 
計與尋求理論支持。 

圖 3-5-1 模式驗證流程圖 

 

(一)信度 

各測量指標以多元相關平方值(squared multiple correlations, SMC)來判斷，此數值反應

個別測量變項受到潛在變項影響的程度，當 SMC 值越高，表示真分數所佔的比重越高，

信度越高。 

(二)效度分析 

針對研究之測量模型，觀察變項與潛在變項之參數估計，關係強度值應大於 0.5，建

構信度(construct reliability, CR)值大於0.7，變異數抽取量(variance extracted, VE)值大於

0.5，以顯示指標具有反應潛在變項的效度 (Hair, Black, Babin, Anderson, and Tatham, 

2006) 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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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三)模型適配度 

結構模型之適配度指標包括卡方檢驗、適合度指標(GFI, NNFI)、替代性指標(CFI, 

RMSEA)與殘差指標(SRMR)。適配指標之判斷值如表 3-5-1 所示。 

表 3-5-1 模型整體適配指標 
指標名稱 性質 判斷值 

卡方檢驗   
 χ2值 

χ2/ df 
理論模型與觀察模型之契合程度 
考慮模式複雜度後的卡方值 

p >.05 
< 3 

適合度指標  

GFI (goodness-of-fit index) 

 假設模型可解釋觀察資料的比例；說明模型的解釋力 

NNFI (non-normed fit index) 

 

 考慮模式複雜度之假設模型與獨立模型之卡方差異 

>.95 
 

>.90 

替代性指標  

CFI (comparative-fit index) >.97 

 假設模型與獨立模型的非中央性差異  

RMSEA (root mean square error of approximation) <.07 

 

 比較理論模型與飽和模型的差距  

殘差指標   

 SRMR (standardized root mean square residual) <.08 

  標準化假設模型整體殘差  

資料來源：整理自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, by J. F. Hair, W. C. Black, B. J. Babin., R. 
E. Anderson, & R. L. Tatham, Multivariate data analysis (6th Ed.), p.748-753. 
 
註：指標名稱與性質之中文翻譯引自「模型評鑑與修飾」，邱皓政，2003，結構方程模

式：LISREL 的理論、技術與應用，頁 5.23-5.24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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